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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一线·向党靠拢”
■ 本报记者 李磊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
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2月
17日下午，陵水黎族自治县卫健委
党委、县公安局党委和县委两新组
织工委、本号镇党委组织了3场特
殊的入党宣誓仪式。12名新接收
的预备党员分别在陵水县人民医院
急诊科、椰林互通高速查控卡点、本
号镇花丛村卡点等地，面向党旗庄
严宣誓。

陵水县人民医院外二科护士长
王春艳是此次在一线入党的预备党
员之一。她想要加入党组织的迫切
心情和坚定信念，源于这段日子在抗
疫一线的经历。

2月2日，王春艳被任命为该院
新设立接收新冠肺炎疑似病例的隔
离病区二区护士长。科室组建时间
紧，工作任务重，人员也紧缺。身为
护士长的王春艳和普通护士一样，
每天穿戴防护用品进入病区，从给
疑似患者发早餐开始，消毒拖地、观
察病情、输液治疗……最忙碌的一
天，王春艳在病房里加班至凌晨 4
时，仅睡了2个小时，就起床投入新
一天的战斗。

“虽然非常时期，大家都很忙，但
我不能让我们科室的护士超负荷工
作，只有保持充沛的精力，才能更好
地战斗。”王春艳介绍，她向院方申请
为科室增加2名护士，并修订了工作
流程和职责，每个班次工作时间由原

来的8小时减到6小时，由原来1名
护士进病区做治疗改为2名护士。
2月2日至今，整个科室的护理工作
井然有序。

2月17日下午，面对党旗庄严宣
誓的，还有陵水县公安局巡控大队辅
警李杰。疫情发生以来，他一直奋战
在街区，负责巡控排查工作。1月28
日，他冒着生命危险，成功救下一名
溺水者。

1月28日14时30分，李杰在排
查时接到指令——椰林镇椰林大桥
下有人溺水。他与4位同事即刻赶
往现场。远远看到溺水者在河水里
挣扎，李杰二话不说，顾不得脱掉警
服，立即跳入河中，但溺水者惊恐乱
动，李杰竭尽全力也无法将他带至岸
上。同事叫来环卫作业船，溺水者被
李杰顶上船获救。

疫情发生以来，陵水县广大两

新组织党组织和全体党员也迅速
行动起来，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2月17日下午，海南滴滴沃家
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长黄凌燕也庄严地举起右拳，面向
党旗宣誓。

今年春节后，一些陵水贫困户种
植的瓜菜无人收购。黄凌燕陆续接
到多位当地贫困群众的求助电话。

黄凌燕不忍心看到贫困群众辛
苦种出来的农产品烂在地里，决定收
购他们的瓜果蔬菜，将价值近10万
元的16吨瓜菜全数打包装车，捐献
给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

“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能成
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是一份沉甸
甸的责任。”黄凌燕说，她将竭尽所能
履行党员义务，在疫情防控中贡献自
己的力量。

（本报椰林2月18日讯）

海南环岛高铁
部分列车继续停运

本报海口2月18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符转）海南铁路为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调整
优化列车开行方案，自2月19日至3月3日继续
停运海南环岛高铁部分列车。

铁路部门提示，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
可在30日内（含当日）办理全额退票手续。

未经许可擅自经营
澄迈一“黑”康养中心
老板被拘留

本报金江2月18日电（记者良
子 通讯员王良绪 贺世珩）省公安厅
海岸警察总队（筹备组）澄迈支队老城
派出所近日接到群众举报，在老城镇
盈滨村一康养中心涉嫌违法经营。老
城派出所快速进行了查处。

经调查，该康养中心位于一处民
宅内，春节前一名叫李某伟的男子承
租了这处民宅，准备经营康养中心，为
外地旅客提供住宿、旅游、疗养等服务
项目，但其目前还未取得经营执照及
行业许可。民警在该康养中心检查
时，发现已有6名外省籍游客入住，康
养中心没有对入住人员信息进行实名
登记和向公安机关报备，给疫情防控
工作带来隐患。

最终，李某伟因无视疫情防控相
关规定，未经许可擅自经营需要公安
机关许可的服务项目被查处。按照相
关规定，警方依法对其作出行政拘留
5日的处罚决定。

支援琼海疫情防控

企业家捐5吨消毒液原液
本报嘉积2月18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

林精）2月17日下午，一辆从江苏出发，载有5吨消
毒液原液的车辆经过3天长途跋涉顺利抵达琼海。

“我采购了一些消毒产品，就想着给家乡捐一
点，支援家乡疫情防控。”捐赠这批消毒液原液的
琼海籍企业家梁健说，他在上海创业，得知家乡防
疫物资短缺后，第一时间筹集物资，并安排人员将
这批消毒液原液从江苏运回。

琼海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工作人员表示，
消毒液原液经过一定比例调配后能够有效杀灭各
类致病微生物，这批消毒原液将用于医院等抗疫
一线场所。

2月19至29日
三 亚 开 C7306、C7320、C7332、

C7494/3、C7482/1、C7484/3、C7432/1、
C7302、C7318、C7330、C7346次

海 口 东 开 C7313、C7325、C7335、
C7311、C7323、C7337次

2月20日至3月1日
海口开C7307次
三亚开 C7406/5、C7412/1、C7452/1、

C7458/7、C7464/3、C7350、C7351次

2月22日至3月3日
海口东开C7444/3次

“海南警民通”微信小程序

提供治安、户政、交管、出
入境、网警、监管、法制等7大
模块共390项政务服务

“警务便民服务站”自助终端

可办理引进人才落户、居
住证办理、治安、车驾管、出入
境等102项业务

“交管12123”手机APP

可办理申领免检标志、机
动车检验预约、期满换领驾驶
证等40多项车驾管业务

本报海口2月18日讯（记者良
子）为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满
足企业和群众办事需求，省公安厅
近日调整全省公安机关政务服务方
式，推出微信小程序、手机APP、自
助终端等“不见面”业务办理渠道。
这是海南日报记者2月17日从省公
安厅获悉的。

据介绍，我省公安机关推出的
“海南警民通”微信小程序，提供涵
盖治安、户政、交管等 7大模块共
390项政务服务。群众使用“海南警
民通”，可足不出户办业务。

“海南警民通”有6大特点：一是
全天候办理，群众可自由安排时间；
二是足不出户办理，节约了交通成
本；三是智能“刷脸”注册，实名认证；
四是网上加盖公章；五是手机移动办
理；六是查询内容完备，政策更新及
时。群众打开“海南警民通”小程序，
可享受到“一个账户、一个入口、业务
全流程办理”的一网通办服务。

此外，全省300台“警务便民服
务站”自助终端设备已于年前在各
市县部分社区便利店、商超、政务窗
口投放启用，可为群众提供引进人

才落户、居住证办理、治安、车驾管、
出入境等 102 项业务办理自助服
务，全天24小时可使用。

为方便群众办理交管业务，海南
省交警总队要求各市县公安交警部
门实施交管业务网上办理，推行车辆
牌证及驾驶人业务网上办、便捷办、
自助办。

为保障群众在疫情期间必要的
驾车出行需求，全省公安交管部门
推行25项交管业务足不出户网上
办的基础上，“交管12123”APP又
新增提供网上申领临时号牌服务，

实现临时号牌网上申请、网上受理、
后台审核、邮寄送达。

省公安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倡导
群众优先使用“海南警民通”微信小
程序、“警务便民服务站”自助终端、

“交管12123”APP等渠道自助办理
相关事项。公安机关将安排专人及
时响应网上申办需求，确保网上办、
掌上办、自助办畅通、便捷、高效。同
时，公安机关将开通绿色通道，对企
业或群众确需马上办理的应急事项，
在依法依规和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特
事特办、急事即办、服务到位。

我省公安系统丰富线上业务办理渠道

数百项公安业务“掌上办”

云办公、云课堂、云买菜……疫情期间市民生产生活从线下转到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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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习霁鸿

“散会。”2月18日11时许，随
着部门经理宣布会议结束，海口市
民宋晴晴关闭了手机上的钉钉软
件，结束了当天的例会。

海南日报记者走访发现，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春节以来，不
少市民开始尝试“云购物”“云会客”；
企业复工之后，一些企业开始尝试

“云办公”；未开学的这段时间，一些
学校开设了“云课堂”。许多人的生
产生活不经意间从线下转到了线上。

云办公
从面对面到一线牵

宋晴晴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自
己供职于北京市一家电商企业，今
年春节前回到海口老家。公司定于
2月10日复工，但考虑到回北京会
碰上节后返程高峰，存在被感染的
风险，她便申请延后返京、线上办
公。“已经返京的同事，由于需要在
家隔离14天，目前大部分也是在线
上办公。”因此，钉钉软件成了宋晴
晴近期最常用的办公软件之一。

“虽然不能面对面，但目前来
看，线上办公工作效率也很高。”宋晴

晴点开自己手机上的钉钉APP介
绍说：“过去审批一个项目需要上会
讨论、各部门签字，现在走钉钉审
批，审批时间还缩短了。”

和宋晴晴一样，在海口市一家小
型文化企业任人力资源总监的张凡
目前宅在家，但从2月10日开始就开
启了在家上班模式。除了线上开会
外，这些天她还跟同事们通过视频连
线，商讨制定了公司的春季招聘计划。

近期，省内外不少单位尝试“云
办公”。据报道，2月5日，钉钉移动
办公软件跃居苹果APPStore排行
榜第一，该软件下载量创下新高。

云课堂
学生停课“不停学”

“虽然无法和老师当面交流，但
是这种形式也有好处。”海口市琼山
区椰博小学家长符文媚说，最近学
校开设网络课堂，专门安排老师给
孩子上了生命健康教育课。“这样的
课程非常有必要，但过去大部分学
校不太重视，这次疫情也是一个教
育的契机。”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由于线
上授课的需求量大，众多科技公司
纷纷向公众提供免费在线教育服

务。以“海南省腾讯企鹅辅导疫情
特设公益课”（以下简称海南腾讯公
益课）为例。海南腾讯公益课由南
海网、南海网教育频道联合腾讯教
育旗下中小学全科线上教育平台

“腾讯企鹅辅导”共同开发，受到不
少学生及家长的欢迎。

“从现在开始至疫情结束，公益
课面向海南中小学全学段学生免费
开放，为学生提供从周一到周五、与
校内时间同步的全年级各学科免费
直播课。”海南腾讯公益课内容制作
方一位工作人员介绍。

云买菜
手机下单乐享盘中餐

“这阵子，我爸学会了在手机上
买菜。需要买菜或米、面、油时，都
通过手机下单。”海口市民张凡打开
父亲的手机，海南日报记者看到大
润发优鲜、叮咚买菜等多个常见的
生鲜电商APP出现在手机屏上。

“除此之外，我们一家人还关注了不
少网上买菜的微信小程序，以备不
时之需。”张凡说。

张凡记得，今年春节后的第一
周，提供线上买菜服务的商家并不
多，“例如我今年春节前常用的盒马

APP，春节刚过那几天，买菜都要定
好闹钟去抢。”而随着市民网上买菜
的需求激增，除了盒马鲜生、大润发
优鲜、淘宝淘鲜达等生鲜电商外，许
多农贸公司近期也纷纷“入场”，上
线了微信买菜小程序。

“这是我今天通过‘椰邻优选’
买的鸡蛋，30个鸡蛋，21.99元。”张
凡打开冰箱，向海南日报记者展示
刚收到的一盒鸡蛋，“昨天下单，今
天送达，既方便又实惠。”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张凡提
到的“椰邻优选”微信小程序主要经
营生鲜和日用品的线上销售配送业
务，其配送范围目前已覆盖海口
300多个小区。“疫情期间情况特
殊，我们号召员工正月初七返岗，为
市民提供服务。”该小程序的开发单
位、海南惠邻优选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创始人陆从祥说。

“春节前，我们一天的农副产品
销量为七八千斤，现在一天能卖两
三万斤。”陆从祥介绍，虽然目前公
司60%的员工已复工，但人手依然
紧张，不得不另聘了20多位临时
工。为落实防疫要求，该公司全面
升级了仓库配送流程，在采购、入
库、配送等环节全面进行环境消毒。

（本报海口2月18日讯）

海南徐闻商会为
徐闻驻海口防疫工作组送餐

乡味乡情暖人心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家乡的味道，特别暖心。”2月18日19时许，在
海口市秀英港，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驻海口疫情防
控工作组（以下简称徐闻工作组）成员们吃着热气腾
腾的隔水蒸鸡套餐，点赞海南徐闻商会的义举。

据了解，为筑牢疫情防线，海口市与徐闻县加
强联防联控检测机制，双方分别选派人员到对方
辖区港口，实现“防线”前移。

1月24日起，徐闻工作组122人分3组驻守
在海口市秀英港、新海港等码头，对登船的散客、
小车、大车进行全面检查。然而，刚来两天，徐闻
工作组就遇到了一个大难题：营业饭店少、饭吃不
饱、口味吃不惯。

得知这一情况后，海南徐闻商会立即联系经
营餐饮企业的商会会员，最终选定由商会多名副
会长、会员共同创办的食得香湛江鸡饭店负责给
徐闻工作组供应餐食。

然而，受疫情影响，该鸡饭店员工一时无法返
岗，鸡饭店无法正常运转。“我们就待在店里做饭，
哪里也不去。”海南徐闻商会会员、食得香湛江鸡饭
店创办人之一许文国逐一给员工做思想工作，并提
供补贴，终于让5名厨师和1名洗碗工近日返岗。

100多号人的餐食，光是分装这一步，一餐就
得花上两小时。开始送餐后，许文国和同事们每
天5时许起床，6时30分赶到农贸市场买食材，回
到店就开始忙着备菜、做饭、分装和配送。

“每天中午和傍晚我们都能准时吃上热乎、美
味的家乡菜。”徐闻工作组临时党支部书记邓图造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工作组24小时执勤，每天23
时许商会还另外为每位执勤人员送来一碗粥。“一
碗热粥下肚，不管一天多累，我们都觉得暖心。”一
位执勤人员说。 （本报海口2月18日讯）

陵水警方侦破两起
虚假售卖口罩案件

本报椰林2月18日电（记者梁
君穷 特约记者陈思国）2月18日，海
南日报记者从陵水黎族自治县公安局
获悉，该局近日快速侦破了两起利用
网络虚假售卖口罩案件。目前，涉案
人员均已被刑事拘留。

2月14日15时许，陵水县公安局
接到省公安厅通报称，该县有人涉嫌
卖口罩诈骗。据居住在浙江省杭州市
余杭区的受害人舒某称，其于2月6
日在微信群中添加一名网友为微信好
友准备购买口罩，并将2.8万元转给
该网友。该网友给了一个假的运单号
后失联。经杭州警方核查，该案的嫌
疑人张某程可能居住在陵水。

接报后，陵水县公安局指派刑侦
大队调查，锁定犯罪嫌疑人张某程在
海口市某酒店活动。在省公安厅刑警
总队的指挥和在海口市公安局的支持
下，2月14日16时许陵水警方在海口
市龙华区某酒店内抓获嫌疑人。目
前，张某程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
一步侦办中。

2月14日，陵水县公安局接到1
起涉疫诈骗案件的报案线索，受害人
被他人以出售口罩为由诈骗1万余
元。接报后，该局研判分析，确定东方
市感城镇人苏某帅有重大嫌疑，随后
在东方市公安局感城派出所的协助
下，抓获了犯罪嫌疑人苏某帅。

陵水12人在医院急诊科、查控卡点宣誓入党

为民初心，在抗疫一线砥砺

省政务服务中心
推广政务网上办

本报海口2月18日讯（记者刘
操）2月17日，在省政务服务中心大
厅，所有工作人员佩戴口罩上岗，进大
厅办事人员被要求佩戴口罩并配合做
好体温监测工作。连日来，省政务服
务中心在强化服务场所防疫管控的同
时，大力推动政务网上办，高效优质满
足企业和群众办事需求。

据介绍，省政务服务中心落实省
委、省政府部署，面向企业和办事群众
发布《海南省疫情防控期间政务服务
网上办倡议书》《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
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做好政务大厅服务
保障工作的公告》，及时宣传引导办事
企业和公众尽量线上办理业务。海南
政务服务网提供24小时线上办事服
务，通过推广“不见面审批”避免线下
跑动，结合物流快递邮寄申办材料和
送达证照结果，最大限度减少大厅人
员聚集，避免交叉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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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油价又降了
92号汽油最高零售价6.39元/升

本报海口2月18日讯（记者梁振君 通讯员
庞大鹏）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官网新闻发
布中心2月18日公布的国内成品油价格调价信
息，国内汽、柴油价格（标准品）每吨分别降低415
元和400元。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按照现行成品
油价格形成机制调整我省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
自2月18日24时起执行。其中，92号汽油最高
零售价6.39元/升。

省发改委2月18日提供的信息显示，此次调
价后，我省92号汽油最高零售价6.39元/升，95
号汽油最高零售价6.84元/升，0号柴油最高零售
价6.02元/升。今年2月以来，我省共下调成品油
价格3次。其中，根据国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
间，免收全国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政策精神，我
省自2月17日零时起，免收相关车辆通行附加
费，汽油价格一次性下调1.05元/升，另外2次为
按照调价机制下调。以92号汽油为例，3次合计
下调1.71元/升，降价幅度达到21%。


